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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知名糖尿病专家
陈丽教授

陈丽 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山东省卫生系统杰出
学科带头人，现任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自 20 0 2 年遴选为山

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共指导硕士研究生 50 余
名，博士研究生 26 名。目前兼任中华医学会
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兼副总干事
长，山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主任委员，山东
省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专业职
务。《中华糖尿病杂志》、《国外医学内分泌
学分册》等杂志编委，《 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等审稿专家。

从事临床工作 27 年，临床经验丰富，专
业知识面广，擅长诊治各种内分泌代谢系统疾
患，特别是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上造诣
深厚，诊治水平始终处于国内专业领域的前
沿，同时在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及其他内
分泌代谢系统的复杂病及罕见病的诊治上也有
独特建树。主要研究方向：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再
生医学治疗的临床及机制研究，包括干细胞对
胰腺功能的影响及分子生物学机制，干细胞的
免疫调理机制等。在糖尿病再生治疗领域做了
大量开拓性工作，目前是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
分会再生医学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现承担国家
级课题 2 项，省部级课题及其他横向课题 6
项。已在国内外核心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
篇，其中 SC I 收录 2 0 篇，主编学术著作 2
部，参编 3 部，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及医学科
技进步奖等 4 项。

赵家军教授

赵家军 内分泌代谢
病专业医学博士。山东省
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
师、科主任，山东大学教
授，山东大学内分泌与代
谢病、中西医结合与代谢

病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山东省内分
泌代谢病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山东省临床医学
研究院内分泌代谢研究所所长，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三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内分泌学会主
任委员，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岗位特
聘专家，山东省糖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学会常委，山东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主任委员。欧洲糖尿病学会会员，美国
糖尿病学会会员，美国内分泌学会会员。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 11-12 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致公党山东省委副主委，致公党
济南市委主委，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
内分泌代谢杂志》、《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等
杂志编委。

主要致力于遗传和环境因素与糖尿病、甲
状腺疾病及其它内分泌代谢疾病发病机制关系
的研究，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的基础和临床研
究，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分泌疾病的研究。专业
特长：擅长诊治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
代谢性疾病，尤其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
尿病及甲状腺功能亢进。

主持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山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 4 项，其中重点项目 2 项，山东省科技
发展计划 2 项，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奖励
基金 1 项。参与国家 863 课题 3 项， 973 课题
1 项，卫生部国家交流合作项目 1 项。

荣海钦教授

荣海钦 山东菏泽
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
员。 20 0 1 年 3 月被作为
“人才引进”来山东创业
的留学回国人员，省委、
省政府专门在省医学科学

院为其设立了一所正处级的事业单位即山东省
内分泌与代谢病研究所( 包括其所属的山东内
分泌与代谢病医院) 。现任山东省内分泌与代
谢病研究所暨医院名誉所长、医院院长，山东省
医学科学院学术暨学位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
济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除了擅长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甲状腺疾
病、骨质疏松症和其它代谢性骨病的诊治外，
还对“亚健康”与保健医学有着较深的造诣与
一系列创新理念。系国际骨与无机盐学会、美
国骨矿盐研究学会、瑞典医学会、美国内分泌
暨糖尿病学会、中华医学会内分泌暨糖尿病学
会会员。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与代谢病医师分
会委员，中国保健学会骨质疏松与骨关节病学
会理事、山东省糖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山东
省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担任《中华现代医
院管理杂志》常务编委、《中国糖尿病杂志》
通讯编委，《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特约审
稿人等。

为首承担并完成国外多项科研基金资助课
题，国内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省市
科技攻关等资助科研课题 10 余项。多年来坚
持“超越降糖、全面调控”的创新、超前的医
疗理念，坚守“五星级”医疗服务的宗旨，为
成千上万的糖尿病患者提供了优质医疗服务，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业绩也得到内分泌
和糖尿病的同行们所公认。

咨询电话： 18605315412

告读者

2010 年 11 月 14 日是
第 4 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主
题是“糖尿病的教育与预
防”，口号是“控制糖尿病，
刻不容缓”。

噪我省医学会糖尿病
学分会及内分泌学分会共
同组织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等多家大型
医院的 50 位糖尿病专家将
于 11 月 14 日(周日)上午
8：30 至 11：30 在济南泉城
路皇亭体育馆开展大型糖
尿病防治咨询与义诊活动，
届时将提供免费检测血糖
及义诊咨询等活动。

噪 11 月 14 日上午 8 ：
00-12：00，山东省内分泌代
谢病医院院内举办糖尿病
义诊咨询活动，免费测血
糖。同时，荣海钦教授举
办糖尿病的现代治疗科普
讲座。

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成立于 1979 年，在
省委、省政府、卫生厅以及医院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
和支持下，学科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目前是山东省立
医院这座百年名院的品牌科室之一，是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保健和指导基层于一体的内分泌代谢病专
科，在山东省内分泌界居龙头地位，对全省内分泌专
业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发挥着带头和指导作用。目前学
科是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建设岗位，山东省医药卫生
重点学科和山东省中医重点专科，山东省内分泌代谢
病临床医学中心，山东省临床医学研究院内分泌代谢
研究所，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专业，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细胞分子生物
学实验室) ，山东大学内分泌与代谢病和中西医结合
博(硕)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山东省内分泌代谢病质
量控制中心。

目前已形成一支医德医风优良，人才梯队和专业
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勇于拼搏、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
学科团队，共 26 人，其中主任医师/教授 9 人，副主任
医师/副教授 11 人，主治医师、主管技师 5 人。博士
16 人(博士后 2 人)，硕士 7 人。博士导师 2 人，硕士导
师 8 人。担任国家级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
人，省级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 人，省级学会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 人。

科室近年来承担各级各类项目、课题 30 余项，其中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 项、国家自然基金 11 项、参
与国家“863”“973 ”4 项、山东省自然基金 12 项、山东省
卫生厅 13 项、省中医管理局 2 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SCI 收录 20 余篇，出版论著 20 余部。

科室在各项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有较
强的综合实力，并形成了自身的专业特色和学术风
格。在糖尿病的诊治方面，已形成先进、科学的诊断治
疗体系，配备无散瞳眼底照相系统，下肢血管多普勒
检查仪，神经感觉阈值测定仪，糖化血红蛋白测定仪，
超声清创刀等先进仪器，建立了糖尿病足工作站，成
立糖尿病教育中心，定期举办患者教育讲座，糖尿病
及并发症的治疗居于国内先进水平，尤其在早期糖尿
病肾病，糖尿病痛性神经病变，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
的治疗方面有深入的研究，疗效显著。

咨询电话：0531-85186375 、85186383

噪赵家军
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博士。

主任医师、科主任，山东大学
教授，山东大学内分泌与代谢
病、中西医结合与代谢病博士
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山
东省内分泌代谢病临床医学
中心主任，山东省临床医学研
究院内分泌代谢研究所所长。

专业特长：擅长诊治糖尿
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代谢
性疾病，尤其擅长运用中西医
结合治疗糖尿病及甲状腺功
能亢进。

噪管庆波
内分泌科副主任，主任医

师，山东大学教授，硕士生导
师。山东省内分泌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的基础和临床，
放射性 13 1 碘治疗甲状腺疾
病，垂体肾上腺性腺疾病诊
治。

门诊：周一全天，周四上午

噪李茵茵
主任医师，山东大学教

授，山东省老年学会副主委。
对各种内分泌代谢病有丰富
的诊断治疗经验，尤其擅长对
糖尿病，甲亢，甲减，原发性骨
质疏松等疾病的诊治。

门诊：周三全天

噪于桂娜
主任医师，山东大学硕士

生导师，山东省骨质疏松及骨
矿盐疾病学会副主任委员。擅
长对糖尿病及并发症、甲状腺
疾病、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
骨质疏松和各种骨矿盐疾病

的治疗。
门诊：周一上午，周四全天

噪李明龙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

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山
东省医学会内分泌分会副主
任委员。在糖尿病的综合防治
和甲亢的药物治疗方面有较
深的造诣。

门诊：周二全天

噪郭军
医学硕士，主任医师，中

华医学会山东省内分泌学会
委员。擅长诊断、治疗甲状腺
疾病、糖尿病、肥胖症、痛风和
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内分
泌性高血压、骨质疏松、下丘
脑-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等。

门诊：周三上午，周五全天

噪廖琳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山

东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糖
尿病协会副主任委员。擅长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特别
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干细
胞移植。另外，在甲状腺疾病、肾
上腺疾病、脂质异常、高尿酸血
症等诊治也有独到之处。

门诊：周二上午，周三全天

噪徐进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山

东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擅长糖尿病，甲状腺、肾上
腺、性腺、甲状旁腺、下丘脑垂
体疾病以及血脂异常、骨质疏
松、 痛风等各种内分泌代谢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门诊：周二全天，周四下
午

噪姜秀云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糖尿病
及其急慢性并发症、骨质疏松
症、甲状腺疾病、身材矮小、甲
状旁腺疾病、内分泌性高血
压、痛风、垂体疾病及肾上腺
疾病等的治疗。

门诊：周一下午，周五全天

噪张栩
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

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糖尿病
急慢性并发症的干预与治疗，
以及甲状腺疾病、血脂异常、
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骨质疏松
症的诊断及治疗。

门诊：周三下午，周五全天

噪韩文霞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博士后，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
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秘
书。擅长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症、肥
胖症的治疗，在内分泌与代谢
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方
面有独到的经验。

门诊：周二下午，周四全天

噪周新丽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美国密苏里大学高级访问学
者。擅长糖尿病及其急慢性并
发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炎、
肥胖症、血脂异常、低血糖症、
库欣综合征、原发性醛固酮增
多症、痛风、代谢综合征等诊
断和治疗。

门诊：周三全天，周日下午

噪孔磊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及骨
质疏松症的诊治。

门诊：周一全天，周六上午。

噪王哲
副主任医师。擅长对糖尿

病、甲状腺、肾上腺以及痛风
和骨质疏松等内分泌代谢疾
病的诊疗。

门诊：周四上午

噪陈海燕
博士，副主任医师。擅长

糖尿病及其各种并发症、甲状
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症、代
谢综合征等诊断治疗。

门诊：周四下午

噪李秋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长

期从事糖尿病、糖尿病足及糖尿
病周围血管病变的综合诊治，参
与甲状腺疾病的诊治工作。

门诊：周五全天

噪郑冬梅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擅长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和甲状腺疾病，对血脂异常、
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垂体
肾上腺等疾病也有有较丰富
的诊疗经验。

门诊：周二全天

噪冯丽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擅长诊治糖尿病、甲状腺疾
病、血脂异常、肾上腺及下丘
脑垂体疾病、痛风等内分泌代
谢疾病，尤其对糖尿病及其急
慢性并发症的诊治具有丰富
的经验。

噪张海清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现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
青年委员。擅长糖尿病及并发
症、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
疾病、血脂异常等内分泌代谢
病的诊治。

科室简介 科室专家简介

格联合国糖尿病日特刊（B01-B03）

齐鲁医院内分泌科
B2

山东省内分泌代谢病医院
B3

导 读


